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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赛末轮，梅西（中）与队友能否擦出精彩的火花，令人期待。 新华社发

狂欢焦点
北京时间：26日00:00
对阵：尼日利亚VS阿根廷
预测结果：阿根廷胜

26日00:00
26日04:00
26日04:00

北京时间 预测结果
伊朗胜
法国胜
瑞士胜

对阵
波黑VS伊朗

厄瓜多尔VS法国
洪都拉斯VS瑞士

星城铁粉

小
蔡
猜
猜
猜

本报记者 蔡矜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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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4072 8 7 5 6 9 2 2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55102981.25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4167 7 6 5
排列 5 14167 7 6 5 0 7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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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蔡矜宜◎

腾讯微博网友 @狮子滚地球： 看到喀麦隆
球员竟然有人的裤子吊牌都还没剪，我当时就知
道这场巴西必胜———喀麦隆这是打算踢完巴西
就回家赶在一个月的退货期内把钱拿回来啊！

新浪微博网友 @启蒙常识：斗牛士要回家
了，优雅而辉煌的暴君起身离座。那些嘲弄他们
的人，在不远的曾经，都还不敢仰视他们。尘埃
落定后，再忆霸业宏图，我自得之，曾逼群雄息
鼓屈膝；我自失之，再诱众枭策马引弓……呵，
罢了，回家，喝酒！

腾讯微博网友 @MrAnderson： 悲伤的眼
泪化成流星，划过古里提巴的夜空。50分钟完美
的谢幕表演， 画上了不完美的句号。 再见比利
亚，再见永远的葫芦娃。

（本报记者 彭彭 整理）

本报记者 蔡矜宜

“如果皇马的欧冠要用西班牙在世界杯上
的颓靡来交换，我宁愿拿不到。”眼前这个花季
少女，短发，皮肤黝黑，偏瘦却很健康，穿着皇马
队服，看上去像个“假小子”，却有个写意的名
字———雪晴。

雪晴是一名西班牙和皇马的“脑残粉”，小
姑娘连微信头像都设置成西班牙队欢庆夺冠的
图片，卡西、哈维、小白、小法、水爷……在雪晴
心目中，每一个西班牙名将都是她的偶像。

6月24日凌晨， 雪晴却发来一条令人感伤
的信息，“看完西班牙与澳大利亚这场比赛后，
我不会再看这届世界杯了。” 雪晴用她的方式，
表达对死忠球队的支持！

西班牙队用一场3比0的完胜结束了巴西
之旅，比利亚、托雷斯、马塔都进球了……这一
夜，斗牛士们泪洒球场，雪晴也守在屏幕前眼泪
婆娑。“我从初中开始， 就是西班牙和皇马的粉
丝，从未动摇，以后也不会改变。”

正在中国政法大学读大二的雪晴从小就喜
欢足球， 如今是校女子足球队的一员。“喜欢上
足球， 一部分原因是爸爸， 另一部分是因为皇
马。”由于父亲是一名资深球迷，从小耳濡目染
的雪晴对足球情有独钟。读小学时，当同龄的女
孩摆弄着手中的洋娃娃时， 雪晴却更喜欢在蓝
天下追逐她心爱的足球。

进入中学后， 学业的压力越来越重， 于是
雪晴与父亲之间有了“约法三章”： 1、 凌晨以
后的球赛直播只能在周末或寒暑假观看；2、球
赛录像必须在完成作业的前提下收看；3、若影
响到学习则“剥夺”看球资格。“与父亲一起熬夜
看球是一份特别美好的回忆， 现在远离家乡在
外读书，很少有机会了。不过，足球是我们父女
间不变的话题。”

这届世界杯，虽然西班牙队过早地被淘汰，雪
晴对斗牛士仍充满信心。“现在的西班牙队正深陷
一片‘冰天雪地’，需要时间改造和球迷支持。”雪
晴说，正如自己的名字一样，希望斗牛士们能尽快
找到属于他
们那片“雪地
里的晴日”。

还是梅西唱独角戏？
梅西， 生日快乐！
6月24日， 是这位阿根廷巨星27岁的

生日， “没有什么比进球和家人的陪伴
更开心。” 梅西在训练场教不满2岁的儿
子踢球， 舒缓世界杯的压力。

已两连胜率先出线的潘帕斯雄鹰，
只要小组赛最后一战不输给尼日利亚队，
就能顺利以F组第一的身份晋级16强，
将成功避开巴西、 德国、 荷兰等传统强
队。 这一次， 刚刚跨进27岁的梅西还会
继续唱着独角戏吗？

纵观阿根廷队前两轮的表现， 除了
梅西打破世界杯进球荒、 扮演“救世主”
的角色外， 这支队伍的整体发挥还有许
多不尽如人意之处。 而巴萨巨星越是出
彩， 阿根廷队的梅西依赖症就越是“病
入膏肓”。 对于潘帕斯雄鹰而言， 锋线无
法进球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若真变
成梅西一个人的独角戏， 那么这支阿根

廷队的路将越走越窄。
除了梅西， 这支阿根廷队同样球星

云集， 迪马利亚、 伊瓜因、 阿奎罗、 马
斯切拉诺……这些名字哪个不是响当当
的？ 可他们的进球欲望似乎并未被调动
起来， 目前均颗粒未收。 对于主帅萨维
利亚来说， 他要做的就是让每个位置的
球员都发挥应有的作用， 毕竟足球是11
个人的游戏。

小蔡认为， 潘帕斯雄鹰实力强于非
洲雄鹰尼日利亚队， 胜率更高。 但考虑
到梅西并未达到最佳状态， 加上伊瓜因、
阿奎罗难以发光发热， 所以不排除平局
的可能。

该组另一场较量在波黑和伊朗队之
间展开， 前者一场未胜已提前出局， 后
者将与尼日利亚队争夺另一个出线权。
小蔡预测， 伊朗队将再摆铁桶阵， 然后
伺机反攻， 冲击首胜有希望。

高卢雄鸡雪藏主力？
26日凌晨4时， 大帅哥本泽马又要登

场了！ 已两战全胜、 手握6个净胜球的法

国队末轮将迎战1胜1负、 暂居E组第2的
厄瓜多尔队。 “汗血宝马” 本泽马有望
继续献上惊喜！

3比0击败洪都拉斯队、 5比2大胜小
组种子瑞士队， 目前的高卢雄鸡状态爆
棚。 然而， 作为一支有实力冲冠的热门
球队， 法国队可以适当收敛一点， 给大
热之身降降温。 就连法国足协在盛赞法
国队的表现时， 也提醒说， 要hold住。

厄瓜多尔队暂居小组第二， 应“感
谢” 法国大胜瑞士队， 将后者的净胜球
压到负2。 考虑到瑞士队最后一轮很可能
击败洪都拉斯队而积6分， 厄瓜多尔队若
想确保出线， 就必须全力击败法国队，
也拿到6分， 再和瑞士队比净胜球。

小蔡认为， 除非法国队“放水”， 否
则厄瓜多尔队取胜的可能性很低。 但这
种“放水” 也并非不可能， 法国队有可
能为后面淘汰赛的硬仗留一手， 雪藏主
力、 收着打都
是有可能的。

另一场比
赛， 瑞士队拿
下“鱼腩” 洪
都拉斯队悬念
不大， 十字军
团同时将力争
一场大胜， 从
而为自己多赚
几个净胜球。

雄鹰对决，梅西唱戏 雪地里的晴日

据新华社巴西利亚6月23日电 世界
杯23日小组赛比赛期间，巴西利亚和圣保
罗两地爆发了反世界杯抗议示威，抗议者
烧毁了一只仿制的大力神杯以表达对政
府举办世界杯的不满。但两地的抗议规模
不大，分别有200人左右。

在巴西利亚，抗议者要求政府在医疗
和教育领域投入更多资金。“我希望看到

一名工人能和内马尔挣的一样多，” 这是
巴西利亚抗议者的呼声。抗议者们从一处
公交站出发，游行到了马内加林查国家球
场。 球场内，内马尔梅开二度，率领巴西4
比1战胜喀麦隆队，锁定小组第一。

在圣保罗，抗议者高举“反镇压”的红
色条幅聚集在保利斯塔大街，街道两侧有
200名防暴警察和50名骑警严阵以待。 此

时，在25公里外的伊塔盖拉球场，荷兰2比
0战胜智利队，也以小组头名出线。

去年联合会杯期间，巴西曾爆发过上
百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示威，要求政府加大
对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的投入，而不该将
数亿美元投入到世界杯承办。 相比之下，
世界杯期间的抗议活动尽管数量很多，但
规模小得多。

巴西2城市爆发游行

6月23日，一名小球迷为巴西队加油。
新华社发


